8

新市场

XINSHICHANG

2019.3.12

编辑 茂林 版式 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X

新闻分析
INWENFENXI

社交拼购要变身
“新微商”？
日前生鲜电商每日优鲜旗下社
区团购电商平台每日拼拼延期公测，
并发布致歉信表示：
“由于准备不足，
每日拼拼 APP 及小程序所有功能暂
停使用，正式公测的时间延期。”
每日
拼拼是每日优鲜进入社交拼团的尝
试，在一个月之前，美团也上线了社
区拼团平台“美团买菜”。在新零售的
东风下，社区团购赛道持续升温，爱
“拼”才会赢成为多数生鲜电商进击
的路径，火热之下，类微商模式、品类
限制也成为社区团购发展需要面对
的问题。

社交拼团成风口赛道

APP 内看到，品类包括新鲜蔬菜、水
果、肉禽蛋、米面粮油、水产海鲜等一
日三餐所需食材，最快 30 分钟送上
门。记者发现，目前美团买菜仅在上
海地区提供配送服务。
有机构曾统计，2018 年下半年，
社交拼团领域融资事件达 23 起，金
额 接 近 20 亿 人 民 币，26 家 机 构 入
场。随着京东、永辉、
苏宁等巨头相继
入局，赛道持续升温。此外，小象生
鲜、顺丰优选、易果生鲜、天天果园、
大润发优鲜、钱大妈、百果园等生鲜
电商平台也开始渗透社区。

新模式带来新问题

记者留意到，每日优鲜推出的社
从 2018 年开始，爱“拼”才会赢
交拼团电商平台每日拼拼已经重新
成为多数生鲜电商进击的路径，新零
上线，但仍处于内测阶段，下载 APP
售的到来使得社区团购成为新战场，
后需要邀请码才能使用。每日拼拼是
其中也出现了不同发展模式，比如苏
每日优鲜入局社交拼团的新动作，从
宁小店的社区便利店模式，京东到家
官方定位来看，每日拼拼涵盖水果、 的平台、京东 7fresh 以及盒马鲜生
蔬菜、肉蛋、乳品、海鲜、零食等，APP
的精品超市模式，而每日优鲜、美团
内可实现分享商品获得返利。就在去
买菜采取的方式则是在社区内设立
年 4 月，每日优鲜打响了进军社区拼
“便民服
集仓储、分拣、配送于一体的
团领域第一枪——
—上线“每日一淘”
， 务站”。
并于去 年 11 月底完 成了两 轮共计
除了“供应地货源 + 自建仓”等
1.3 亿美金的融资。
“重量级”的模式，社区拼团还有“集
今年 1 月，美团也上线了社区拼
中采购 + 线下自提”的模式，这种模
团平台“美团买菜”，以生鲜电商和社
式在前端通过微信群进行销售，最后
区化服务为切入口。记者在美团买菜
后台汇总在市场进行集中采购，而后

团长通知由用户自提。小区业主被拉
进一个个拼团群里，有人定时发布团
购买后生鲜汇直接送到家门
购信息，
口，团长从中抽取佣金，拉人建群有
高返利，
这也是很多初入赛道或者小
规模玩家的选择，其中有业主抱怨社
交拼购变成新微商，每天有上白条信
息轰炸。
业内人士指出，新鲜的产品从
产地到仓库再到消费者手中，背后不

仅有冷链和仓库的管理，还有品控以
及流程的标准化和数据化管理等，但
最终配送到达的时间直接影响到产
品是否能够新鲜送达给用户，所以
“快一点”成为生鲜电商能否活下去
的关键，随着拼团模式的发展，模式
上带来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2 月 26 日上午，每日拼拼发布
了“暂停部分功能”的道歉声明，声明
表示该平台前期产品内测上线时间

准备不足，部分功能不完善，每日拼
拼 从 26 日开始 对产品 进行修复 升
级，其间每日拼拼 APP 暂时关闭商
品购买等部分功能，每日拼拼小程序
系统全面升级维护，暂停使用。
每日优鲜方面回复记者称，每日
拼拼目前在不断地根据最新情况和
用户反馈持续地在完善中，从技术和
用户体验等各方面都会不断升级，经
过近一年的摸索与实践，每日优鲜更
加确定了消费者的多层升级和原层
升级，以及社交电商的发展，能为生
鲜电商带来更多想象空间，为公司获
取更多增量。在实践过程中每日优鲜
也发现，传统社交拼团在商品品质、
配送时效、运营效率上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每日优鲜已经率先跑通前
置仓模式并将其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中心仓 + 前置仓’的模式应与社交
拼团做连结，为消费者带去更好、更
快、
更新鲜的社交购物体验。”
每日优
鲜方面回复记者时表示。
而 1 月份低调上线的美团买菜
是美团到家业务板块扩张的尝试，目
前也仅处于试水阶段，仅在上海地区
可以使用。

品类从生鲜扩展到小家电
“社区团购作为社交电商升级后
新零售的大机会，极有可能成为之后

家庭生活的重要购买渠道。用强于微
商的邻里信任做背书，打通线上线
下，构筑一套新的新零售体系。”苏宁
生态基金合伙人林森认为，社交电商
的流量具有社交化的特点。区别于传
统电商，社区团购是一个带地理属性
的小流量集群。社区团购的流量基于
小区分布式的本地流量，获客成本
低，依托于内容体验和分享的信用背
书，
转化率与留存率都更高。
从目前来看，社区拼团的爆款商
品多为生鲜类产品，除了生鲜固有的
冷链和仓库的管理问题外，如何盈利
也是难解的问题。根据招商证券的
《生鲜供应链深度报告》数据，传统的
生鲜采购模式从原产地到终端消费
者一般经过四个加价阶段，整体加价
率在 45%：一级批发商加价率约在
10% 左 右 ； 二 级 批 发 商 加 价 率 在
15%；小规模批发商加价率一般在
20%左右。在这样的层层加码之下，
社区团购平台的利润空间能有多少
是个疑问。
实际上，社区拼团远不止于生
鲜市场。
“蔬菜水果毛利极低，
几乎不
赚钱，真正利润空间大的是标准化产
品。”
业内人士指出，以生鲜为主营业
务的社交拼团平台开始计划将小家
电也纳入品类范围中，以打破品类限
制。
据新华网

租房客中的
“新青年”
毕业第一年，
95 后杭州姑娘文艺
的房门背后，都是各自的世界。
者。在月薪跨过 1.5 万元那年，他以每
换了 4 份工作、3 个住所。
一个人看剧、做饭，文艺觉得自己
月 4000 元的价格在上海徐汇区租到
就像城市候鸟一样，她拉着行李
被孤独“打透”了。她想着，要是有邻居
了一间 15 平方米带有独立卫浴的主
箱，徘徊在高档单身公寓和家之间，会
小姐姐能和自己一起打个游戏，一起
卧。
因为开始或结束一份工作而频繁更换
打发时光就好了。每天总有那么几个
这间每月“耗资”1000 多元的 3
住所。文艺的换房路径与求职路径一
时刻，
“想要扯开嗓子放声大喊。”她还
平方米卫生间，满足了胡尤对生活私
致。她做过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个
希望自己的住所有台球桌、咖啡厅、酒
密性和稳定性的需求。他可以不用经
月，而决定“租哪儿”的时间常常不过
吧等公共空间，
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常和陌生室友打照面，还不用再花心
几个小时。
文艺评价自己“向往热闹，爱交朋
思担心他人的卫生情况。过去没有独
她几乎不考虑换房成本。为了离
友”，是典型的
“群居派”。有时，她的微
卫时，胡尤觉得室友们轮流用后的卫
工作单位更近，先后入住过 35 平方米
信一天就能“扩容”十几位好友。
生间潮湿、脏乱，卫生状况十分堪忧。
和 56 平方米的两间 LOFT 公寓，每次
“城市候鸟的出现，是顺应着‘拎
北京 0.55 个、上海 0.49 个、杭州
签完租房合同，都住不满 4 个月，违约
包入住’的租房趋势出现的”。在闲鱼
0.61 个、广州 0.62 个、深 圳 0.46 个、
金累计逼近万元。
租房业务负责人张世民看来，城市越
成都 0.81 个……基于租房平台数据，
去年年底因为长期“败家式”租
来越大，上班路途越来越远，许多租客
调研报告显示了各地区租房青年平均
房，文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灰溜溜
选择在工作地点周边租房，在工作、梦
拥有的卫生间个数。
地住回了父母家。
想及生活间自由切换。他们不想买更
《报告》显示：卫生间占有率 100%
对于文艺这类“换工作就是换房
多的生活用品，希望租房像住酒店一
成为租房幸福感的分水岭，分享卫生
子”的消费式租房人群而言，住所和单
样方便。
间的情况与租房幸福感密切相关。一
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其次才是租房
工作第三年，设计师梁美与 5 位
个可贵的独立卫生间，成了新时代租
成本。
朋友租下了一套 240 平方米的房子。 房青年追求幸福路上，租房配套中的
日前，闲鱼发布 《租房幸福感报
这套“超级大房子”有 6 间卧室，2 个 “硬杠杠”。
告》，针对闲鱼租房的平台用户进行了
客厅和 7 个卫生间。“因为太孤独了，
于此相呼应的是，过去一年，闲鱼
为期 13 天的调研，内容涉及搬家频
每天和人没什么交流，周末大部分时
租房量增长 2.8 倍，其中“一居室”租
率、月收入水平、房租水平、年龄层次、 间都在加班或者补觉。”此前，梁美和
房增长近 4 倍。
租房偏好，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 陌生人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小两居。她
胡尤对此深有同感，更多的时候
最终回收问卷 1.5 万份。数据分析发
想要“热气腾腾的生活”，想拥有像美
卫生间的这个“三平方米”让他减少了
现，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租房
流动，提升了幸福感。两年来，与他合
剧《老友记》一般的生活氛围。
新人类：如行李箱式租客、包工头式租
租的 80 后、90 后青年租客换了又换，
两个闺蜜和她有同样的想法，3 个
客、厕所占领者、群居派等，他们均为 “有趣的人”也加入她们。
只有他屹然不动。
新生活方式的代表。
“一套房子里住着五六个租客、男
搬进房子是在冬日的一天。第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
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和方便程度
个月，她们特意少加班、早回家，每天
都过不去。”胡尤认为女性租客的频繁
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表示， 聚在一起吃饭，给房子攒人气。但没过
“逃离”和没有一个独立卫生间有很大
年轻人注重生活质 量 、崇 尚 自 由 、随
多久，大家就体现出了“社交之累”，决
关系。2014 年留学归国后刚到上海打
意 、不 受 约 束 等 喜 好 体 现 了 不 同 的
定
“少点刻意，顺其自然”。
拼，拿着 7000 元的工资，胡尤最开始
住房安排，形成了不同类型 的租
“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加班，偶尔家
只能租个次卧，每天一早醒来最尴尬
客。这 些 不 同 的“ 租 房 偏 好”恰 好 反
庭聚餐，无法每天都热热闹闹的。”但
的时刻莫过于和室友“抢”卫生间，大
映 出 年 轻 一 代 的 自 主 性 、独 立 性 和
梁美“一点儿也不失望”，一次急性肠
家都赶在 8 点上班，有时等上十几分
张 扬的个性。他们通过“租房”体验不
胃炎发作，3 位朋友一起将她送进医
钟厕所门还关着，他只能选择去附近
同的人生：或广泛交朋友，或看重私密
院，这让她觉得温暖。
的公共厕所。
空间，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高房价
梁美觉得 6 个人的群居生活“独
胡尤认为，毕业 5 年后面对巨大
的重压下，灵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
立又美好”，既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
的工作压力，自己不再热衷于社交，更
地满足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差异化需
式，
“也都在距离彼此 1.5 米的地方。”
享受孤独和自由，要是再选房子，他会
求。
“独居和群居一样都是北上广等
优先考虑住所与公司距离及是否有独
都市青年典型的生活形态。对于群居
立卫生间，其次才是价格和房间朝向。
青年而言，由孤独感产生了合租的需
不热闹不舒服的群居派
“95 后、00 后进入社会后，整体的
求，慢慢演变，市场上就出现了集中式
需求与 80 后有明显不同。新都市青年
公寓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爱上了这种
第一次租房，文艺选择了高档小
更在意自 己的体 验和需 求 是否 被 满
生活形态。”张世民说。
区里的单身公寓，月租 3600 元，占工
足，而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调
资的一半。为了追求“热闹”，
她还是咬
查中的大数据反映出新趋势——
—
“孤
100%的卫生间占有者
一咬牙搬了进去。
独派租客”的出现和近年来备受关注
没多久，她便发现同一楼层的 20
的“空巢青年”群体十分吻合，离开家
多位住户，谁都不爱搭理谁。每个紧闭
胡尤是一个 100%的卫生间占有
乡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有了一

定经济能力之后，会主动选择更为孤
独自由的生活方式。

自己的生活
别人的房子，
“奔三”的江雷一面创业，一面准
备着 MBA（工商管理硕士）的考试。一
年多前，他租下一间 23 平方米主卧，
房 间里有 独立卫浴 和小 阳 台，每 月
4800 元租金。在他看来，自己租的房
间虽然通过隔断改成了四居，但更像
是“没有厨房的一居室”，是属于他的
完整、独立的生活空间。
入住前，他决定精装一番。在“大
环境”上，他铲掉了原先有些腐掉的木
地板，换上性价比较高的复合木地板。
墙 壁则选 用了和地 板风 格 一致 的 墙
纸。嫌灯具风格太老，江雷又购入品牌
大理石台，
灯具。此外，卫生间的花洒、
江雷都一一更换成了自己喜欢的“欧
式风格”。
一个月后，房子呈现了他理想中
的样子。前后他共花费 1.1 万元，加上
占用一个月的租期，实际成本近 1.5
万元。 房东没有制止这位“包工头式”
租客的行为。究其原因，江雷觉得，因
为没有破坏房子，而且换后的物品都
高于原物价值。
入住后，他又添置了单开门的小
冰箱、恰好放进卫生间的洗衣机。“我
宁可多挣钱，不能少花钱，很多时候在
家里办公，环境要舒服一点。”江雷说。
自大学毕业以来，江雷一直在创
业的路上。他调侃自己，
项目死了很多
个，屡败屡创。去年，新的项目有了起

色，他搬离了之前老旧的出租房。在那
了 一款带有 浅灰色 底纹 的环 保 型 壁
个小区环境老旧，只能作为毕业时过
纸，因为是“尾货”，商家打折出售，属
渡期的房子里，他只添置了简易衣柜， 于中等价位。
“那时还不到谈生活的时候吧。”他感
王乐乐觉得浅灰色看上去干净、
慨道。
素雅，符合内心对美的追求，最后，了
“我的工作强度大，不能接受阴暗
解到贴壁纸的胶更重要，她还特意买
及今天这块墙掉皮、明天那块掉皮的
了环保的糯米胶。
环境。”江雷觉得，如今“有了一定的生
王乐乐算了笔账，花两个月的房
活理念和资金支持”
，自己可以按照心
租把房子改造一下，过渡两年，平摊到
意改造自己的生活空间。
每个月才几百元，而换来的是较高品
“房子是租来的 ，但生活是自己
质的生活。
的。”工作的第九个年头，王乐乐只身
“不改造你会觉得你对生活是将
来到杭州，入职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
就的。”她认为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
司。她暂无购房指标，只得暂且租下了
一座陌生的城市，决不能亏待自己，
“工作一天回去，你要是不把自己的生
一套 89 平方米的两居室进行过渡。
活弄好一点，多委屈自己啊。”
经历过几波租客。王
房子带简装，
最开始的几年，与朋友合租，王乐
乐乐还记得第一次看房时的情景：瞧
乐也会动手简单地给房间换个窗帘，
着剥落的墙体，挂满了油渍的灶台、油
铺个地毯。如今房间的灯泡坏了她也
烟机和散发着异味的空调。自己一度
选择自己出钱找人修理，她始终认为，
打算作罢，但瞅着价钱合适，最终还是
“生活是自己的，过渡期也要舒舒服
租了下来。
服。”
签完合同后，她决定“花点钱，让
“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住房形式
生活更美好”。先将墙体刷成白色，在
的选择，新时代的年轻人将越来越多
裂缝处铺上壁纸，随后购置了新的马
地跳出传统的社会期待与束缚，更加
桶和洗衣机，同时将空调、冰箱和油烟
注重自我感受、生活品质与人生乐趣，
机做了深度清洁，一前一后花了 8000
遵从自主性选择，充分享受当下的人
多元。
在这些年轻人眼里，住
“环保问题”是王乐乐最在意的。 生”。吴帆认为，
房既不是一种资产，也并非一种投资
她花了两天时间在小区周边的大型建
方式。一方面，
他们不愿意做蜗牛，
背
材市场里，挨个问了一圈后才放心购
负住房贷款的重压，艰难前行；另一方
入了 3 桶某牌子的乳胶漆，就连壁纸
面，通过灵活的租房形式，他们极具创
也是自己去建材市场精心挑选的。
新力，让住房回归生活本身，从中寻找
经过两个周末的考察，王乐乐发
喜欢的居住乐趣。
现，建材市场里，壁纸的价格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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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有的极高，有的极低。最终，她选中

